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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融入“满意”走访活动 作风建设结出累累硕果
自“满意”走访活动开展以来，
公安徐汇分局以走访活动为出发
点，对标上海现代警务机制升级版
建设，结合创全、小区综合治理等
重点工作，深入联系群众，共同推
进难题破解，进一步转变了机关作
风。走访以来，分局 3
2个走访团队
共上报居民诉求 940余条，处理反
馈 884条；转办其他单位上报的居
民诉求 600余条，极大地将民情掌
握在基层、政策落实在基层、矛盾
化解在基层。
搭建专班，指定专人负责。在
“满意”走访活动开展初期，分局党
委即成立了由党委副书记、政委任
组长，分局党委成员、政治处主任
任副组长，各党（总）支部为组员的

活动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并指
定专人作为分局层面的总联络员，
负责走访计划确定、走访数据反馈
和典型事迹报道等。此外，各“满
意”走访团队搭建专班，指定专人
负责推进落实走访结对工作，形成
了“总联络员 +分联络员”的两级
负责机制，提升了“满意”走访活动
落实力度。
主动作为，为民排忧解难。分局
党委通过将“走访服务”与“党性教
育”、
“群众满意”
与“破案管控”
“关
、
心帮扶”与“爱民实践”三结合，
着力
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如，
龙华派出所、
枫林路派出所等单位，
依托“满意”平台，多次组织结对居
民区党支部部分党员参观公安博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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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及区内红色教育基地，进一步密
切警民关系。治安支队以居民区反
映突出的治安问题为工作重点，对
区内的“黄赌毒”
违法犯罪活动全力
打击，营造高压整治态势，
让群众切
实感受到治安环境的有效改善。交
警支队结合“交通违法行为大整
治”，主动调研，持续推进龙吴路沿
线扬尘、
康健地区停车难等问题，让
群众感受到公安部门为民施政的决
心和信心。
结对共建，
联通警民桥梁。各走
访团队结合居民区实际，以“宣讲、
结对、
走访”为主线，开展走访行动，
慰问困难家庭、结对助学社区学生、
组织党员共建活动，在交流中掌握
群众的所思所想，在联通中创建和
谐的警民关系。走访以来，各团队联
系、走访、慰问困难群众 20
0余人
次，向困难群众赠送慰问品折合人
民币近 6万余元。在此期间，
分局各
单位还先后总结出“微笑服务”
“三
个三”
“培养三种意识”
“擦亮‘四扇
窗口’
”等工作方法，拉近了与群众
之间的距离。
围绕中心，
做好自选动作。分局
党委立足创全、小区综合治理等区
委、区政府重点工作，
不仅做好面上
的规定动作，还积极主动做好自选
动作。在综合整治之初，
分局党委就
明确了“处级领队 +社区民警”的
叠加参与模式，即结对居民区的处

家门口的路终于可以
“放心走”啦！
桂林路 70弄师大新村的南门
开设在钦州南路上，
出门就是一条双
向六车道的马路。为了方便居民出
行，
小区门口设置了一条横贯马路的
人行横道。但由于没有红绿灯和人行
警示牌，过往车辆速度较快，人行道
上险象环生、
事故频发。居民每每从
此处过马路，总是战战兢兢、提心吊
胆。在家门口能够放心走路，
成为不
少居民的迫切愿望。
在今年一季度“满意”走访活动
中，有居民向走访团队反映了这个
问题。团队领队、康健街道办事处副
主任刘成听到居民们反映的情况
后，
十分重视。会后当即实地察看该
路口，发现钦州南路车流大、车速
快，
小区门口虽设有人行横道线，
但
由于在马路中间，缺乏明显标识，
车
辆驾驶员很容易忽视，确实存在安

全隐患。但是安装警示牌不是街道
职能范围内能够单一解决的，需要
与交警、
建交等多个部门协商解决。
为此，作为分管领导的刘成与街道
管理办共同研究解决方案，多次牵
头与交警、
市政等部门召开协调会。
会上，各方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解
决问题的意见建议，
通过协商讨论，
最终达成了共识：4月 23日，徐汇
交警支队五中队在小区门口人行道
上设置了两块警示牌。

如今，两块大大的人行警示牌
矗立在马路上，提醒着来往车辆注
意过往行人安全，奔涌的车流在此
放缓了速度。小区居民们过马路的
时候放心多了，哪怕扶老携幼也不
怕了。居民们安心之余，
纷纷跷起了
大拇指：
“感谢刘主任帮我们解了这
个难题，让我们在家门口终于能够
放心走了！‘满意’走访真让人满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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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领队作为主要责任人，参与小区
综合治理工作，
协助居民区拟定“一
小区一方案”，
力求在实践中解决问
题。同时，
该辖区的社区民警也要配
合其中，定期到小区开展走访、调
研，
解决最迫切需求。如，
漕河泾派
出所走访团队自发主动把“一次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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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
升级为了“两次走访”，完成规定
走访外，还发动所内党员干部额外
增加一次走访，不遗不漏地探访小
区每一个角落，解决了冠生园小区
主干道路坑洼和居民楼门口建筑垃
圾堆砌，无人清运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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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嘱继承学问多
走访律师来解疑
近期，热播剧《继承人》收视
火爆，其中有许多涉及遗嘱继承
的案件引起了嘉善小区居民广
泛的热议。借着这股热潮，嘉善
居委在 6月 23日上午举行了专
题讲座，社区结对律师、申邦律
师事务所的金伟律师为居民讲
解了一场生动的遗嘱继承相关
讲座。
金律师结合幻灯片简单地
介绍了什么是遗嘱继承，以及遗
嘱继承、法定继承与遗赠等这些
老年人常见的相关知识。在讲解
的过程中，金律师结合了自己亲
身经历的案件，进行解读，使得

枯燥乏味的法律专业知识变得
简单易懂，居民们耐心细致地做
着笔记，并向金律师咨询相关法
律政策。
随着走访活动的不断深化，
走访律师与居民区的联系更紧密
了，合作更具体了，成为了走访中
的一支“生力军”。办讲座、做咨
询、学雷锋、献爱心,
各类活动中
都能见到我们结对律师的身影，
他们在走访中，宣传法治理念，
讲
解法律知识，
提供法律援助，让居
民群众在潜移默化中增强法律意
识、提升法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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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湖南街道武康、复永居民区的
“满意”
行动现场报告
! 
3月 16日、
23日，我们第五组
观察员分别参加了湖南街道武康、
复永居民区的“满意”走访行动，两
个团队领队分别是区文化局副局
长欧晓川和区国资委党委副书记
何嘉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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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访座谈会准时召开，参加座
谈的居民共 30人。团队按照工作
提示完成各项工作。
 #l 走访前，团队准备充
分，成员事先沟通商讨居民需求的
解决方法；走访现场，有人拍摄，有
微信互动。走访后，团队与居民区



书记、主任一起实地察看居民区下
辖的自然小区，结合居民意见和建
议，
研究讨论
“一小区一方案”
。
 !l街道联络员康伟耐心、
细致回应居民提出的各类问题。
 %l 居民区对走访活动的
前期准备充分，专门与团队沟通议
程，并向居民印发会议安排。在场
居民反映，居民区书记柏祖芳平时
工作认真负责，对待居民和气、主
动打招呼，遇事亲力亲为，小区居
民很感动，大家都自愿出来做志愿
者。
l居民区内张贴“满

意”
行动公告纸张太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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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访座谈会准时召开，团队按
照工作提示完成各项工作。
 #l 团队实地走访居民区
下辖的自然小区进行察看，研究讨
论
“一小区一方案”。
 !l区人大代表陈洋严谨、
务实的态度值得赞扬。在走访座谈
会中，始终认真听取各方意见，并
将居民代表提出的问题和建议一
一记录下来。
l
1.
没有按照要求在居民区内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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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满意”走访活动公告。
2.
参加座谈的居民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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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次走访活动中，我们听到
了居民们的心声：组团式走访活动
开展以来，为小区解决了很多问
题，提高了居民幸福指数，体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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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和政府为民服务、关心民生、坚
持走群众路线，我们居民欢迎和感
谢为老百姓解决实际问题的活动。
团队也向居民表示，走访成员将会
更加努力，切实推动、督促一些老
百姓身边的难题解决，为建设美丽
徐汇而努力。

